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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西部地区典型城市重庆作为研究样本，采用熵值法、空间分析方法 ，从总体特征、规模特征、产业特征和空 

间特征4个方面对重庆市812个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总体特征方 

面，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为橄榄形状分布，多数小城镇处于中低级水平和中级水平。但是，主城区 

小城镇和周边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差异显著 ；在规模特征方面，随着小城镇规模的扩大 ，重庆市小城镇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不断提升；在产业特征方面，以旅游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最高， 

其次分别为工矿、农业和商贸服务；在空间特征方面，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在全局上具有显著的空 

间相关性。渝西地区的小城镇多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扩散型区域，而渝东南和渝东北的小城镇多属于低速 

增长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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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of Towns in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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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Chongqing as the example，this paper adopted entropy method，spatial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of 812 towns in Chongq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characteristics，scale characteristics，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The results show that：in the 

aspect of general characteristics，the distribution of towns in Chongqing is in the olive shape，indicating that the majority 

of towns are in the middle and low leve1．However,there is a huge gap between towns in downtown and surrounding 

counties．In the aspect of scale characteristics．wim the expansion of town s’size，the leve1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has increased．In the aspect of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towns whose leading industry iS tourism are with the 

highest level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and then is industry and mining，agriculture and trade service respectively． 

In the aspect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of towns in Chongqing are with the spatial 

correlation．Most of towns in the west part of Chongqing belong to the diffusion region while most towns in southeast and 

northeast part of Chongqing belong to the region with low growth speed． 

Key words：West Region；towns；basic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Chongqing 

在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西部地区的大量 

农村人 口向外转移，加速了大中城市的发展，同时 

也造成了部分西部小城镇的衰退与消亡。1998— 

2008年，大城市特别是200万人 口以上的特大城市 

数量的涨幅达到了105％，50万人 口以下的城市数 

量没有变化或呈现下降趋势n 。在经过了又一个 

10年的发展以后，这一城市发展趋势更加极化，且 

多数大城市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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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如人 口拥挤 、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 。为了 

促进我国西部地区和城市体系的协调发展，《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指出在西部 

地区要实现 1亿人的就近城镇化，而其中小城镇是 

发展的重点 。西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既面临时 

代的机遇也有相当多的挑战。一方面，西部地区小 

城镇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丰富，具备打造成为旅游 

特色小城镇的先天条件。另一方面，绝大部分西部 

地区小城镇缺乏地理优势 、产业基础 ，特别是基本 

公共服务设施总体水平较差。 

基本公共服务是国家义务且平等向所有居民 

提供的基本社会服务 ]。结合现有的研究来看b ]， 

基本公共服务可以划分为设施类和服务类(如社会 

保障)两大类。得益于我国政府近些年来在社会保 

障方面进行的诸多改革，小城镇居民与城区居民在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大幅缩 

小。因此 ，从小城镇层面来研究社会保障，并不能 

体现出其基本公共服务的特殊性。设施类基本公 

共服务则受到行政等级、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等方 

面因素的影响。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核心城区 

与周边区县均表现出较大的差距。另外，基本公共 

服务设施在小城镇发展和实现就地城镇化过程中 

具有基础性作用 。因此 ，本文选择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而不是基本公共服务作为研究对象。 

受制于数据可得性和关注度不高等方面的原 

因，现有研究关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研究 

较为缺乏，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开展相关研究的学 

者都较少。早期一些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以中国为 

主要代表的大量发展中国家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的配给模式和配给效率 。在最近的研究中，国外 

学者更多地关注中国政府在小城镇建设中所起的 

作用。中国小城镇在学校、医院和社区活动中心等 

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较为缺乏。究其原因，小 

城镇缺乏从财政体系和土地市场中获得大量资源 

的权利 。以西安为例，在当前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与土地政策相挂钩的背景下，政府为失地农民所提 

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是相对短缺的n 。以成都 

为例，政府在推动当地城镇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主导 

的角色。这样的机制虽然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 ，但 

是却较大程度地提升了当地村庄的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水平⋯ 。国外学者主要从供给机制的角度对 

我国的小城镇建设进行了研究，对于小城镇建设的 

水平研究则相对不足。与国外学者不同，国内学者 

更多地关注我国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及其 

差异，与国外学者较好地形成了互补。不同类型旅 

游小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需求、特点等都存在 

差异，需要针对不同类型小城镇的情况进行具体剖 

析 。国内部分学者在研究我国小城镇基本公共 

服务的具体水平和差异程度时，均发现东部与中西 

部之间，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异悬 

殊n ” 。受到指标选取等方面的影响，这些学者在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的变化方面得出了有所差 

异的结论。国内现有关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水 

平的研究虽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仍有一些 

可以进一步深化的地方：首先，现有关于小城镇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研究都是从全国范围着手，忽视 

了区域内部的差异性并且缺乏对经济发展较为落 

后的西部地区的研究；其次 ，由于数据可得性等方 

面的原因，部分研究的研究指标过少 ，仅有5个研 

究指标(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并普遍缺 

乏作为新型城镇化重要方面的环境基础设施的研 

究指标；最后 ，现有研究关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的特征分析仅限于总体层面，研究视角较为单一， 

缺乏从人口、产业和空间等细化视角的切人。 

基于此，本文采用熵值法和空间分析方法从总 

体特征、规模特征等4个方面对西部典型城市重庆 

市的812个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分布 

特征进行研究，为西部地区城镇体系的发展和特色 

小城镇的打造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西部内陆各地区具有类似的区位和地理条件、 

相似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n 。重 

庆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集大农村、大库区、大 

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具有典型的“大城市，大农 

村”二元结构 ，并在2007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统 

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重庆所面临的小城镇发展问题是西部众多省市共 

有问题的一个缩影。截至2015年12月，重庆市共 

有38个区县，其中主城9个区，周边29个区县。主 

城9区共有小城镇69个，周边区县共有小城镇743 

个，合计812个小城镇n 。以重庆作为研究样本， 

能够挖掘出西部地区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 

共有特征。 

1．2 数据来源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为2016年重庆市城乡建 

设委员会《重庆市镇乡基本数据统计表》和《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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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年鉴》。2016年《重庆市镇乡基本数据统计表》 

共包含了建成区人均道路面积、用水普及率等 13 

项关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指标。 

1-3 研究方法 

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本文采用 

熵值法对重庆市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 

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从总体水平、城镇规模等 

方面着手 ，对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 

的分布特征进行研究。 

1．3．1数据标准化 

由于数据的量纲往往存在差异性，因而不能对 

数据直接进行分析与比较。鉴于这一问题，本文首 

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指标为正时： =( ⋯)／ ⋯一 ⋯) (1) 

指标为负时： = 一 )／ 一一 i ) (2) 

假设有 m个小城镇和 n项评价指标，样本集为 

(Xij)⋯ 。其中， 表示第 i个小城镇的第 项指标 

值，i和． 分别满足约束条件0≤ ≤m；0≤ ≤rt； 

为标准化值， ⋯、 ⋯分别表示指标 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 

1．3．2 熵值法 

熵值法是通过指标数据本身所具有的信息来 

确定权重的一种方法，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以及克服 

多指标间信息的重叠等方面的优势n 。基于以上 

优点，在现有关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研究 

中，如宋潇君、袁丹等都采用熵值法来测度基本公 

共服务的水平n 。因此，考虑到本文的数据特点 

和遵循学术沿袭，本文采用熵值法对重庆市812个 

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进行测度，数据得 

分范围为E0，1]。得分越接近1，说明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水平越高；反之，则说明越低。 

1．3-3 空间数据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主要是从整体角度对区域间 

的空间关联以及集聚程度进行分析；局部空间自相 

关主要考察单个区域单元与其相邻单元的空间自 

相关性。二者的分析方法均为Moran s，指数，分为 

全局 Moran s，指数和局部 Moran S，指数 。全局 

Moran S，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ZW ( 一2)(xj— ) 
，= 旦 — - —一  (3) 

5 

式中：n为样本总数 ；X 、 分别表示小城镇 i和 

小城镇
．  

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得分；S 为基本 

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得分的方差值；W ，为空间权重 

矩阵。Moran S，指数的取值范围为[一l，1]。当取 

值为正时，表示区域间正相关 ；取值为负时，表示区 

域间负相关；取值为零时，表示区域间不具有空间 

相关关系 。 

局部Moran S，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一  一  

z= 一 )ZW 一X) (4) 
，≠ i 

当局部Moran S，指数取值为正时，说明相邻小 

城镇均具有类似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属性；取 

值为负时，说明相邻小城镇所具有的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水平属性不同。 

1．3．4 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主要的数据 

来源，本文将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划分 

为4个类别 ：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服务和环境 

设施 ，共计 13项指标。采用熵值法 ，本文得到了 

2015年重庆市小城镇l3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指标 

的信息熵、冗余度和权重，相关结果见表1。 

表1 重庆市812个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指标体系 

Tab．1 Index system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of 

812 towns in Chongqing 

2 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分布 

特征 

2．1 橄榄形分布和主城周边区县分化的总体特征 

在熵值法的基础上 ，本文得到了重庆市小城镇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水平得分情况。为了更为直 

观地反映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 

总体分布特征，本文参考李爱民的方法 ，以重庆 

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得分的平均值和 

标准差作为划分依据，具体划分为低级水平、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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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水平 、中级水平和高级水平 4个层次，具体结果 

见表2。 

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jl{，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 

共服务设施水平总体上呈现橄榄形的分布态势，即 

绝大多数小城镇处于中低级水平和中级水平 ，只有 

20％左右的小城镇位于低级水平和 l8％左有的小 

城镇位于高级水平。从位于主城9区和周边区县 

小城镇的情况来看，主城 超过9l％的小城镇都位 

于中级水平和高级水平，仅有渝北Ⅸ的大湾镇处于 

低级水平。超过50％的周边 县小城镇的基本公 

共服务设施水平得分低于全市的平均水平 ，仅有 

14．67％的小城镇位于高级水平之中。这一结果说 

明，在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方面，主城区 

与周边区县之问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从区域的分布情况来看( 1)，大多数处于高 

级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小城镇都位于渝两地 

区，渝东北和渝东南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没施水 

平显著较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 

中重要的一个原冈就是主城区的辐射作用。南于 

重庆市的主城区位于渝两地区，其对于周边地区的 

辐射作用往往较强，进而带动了渝两地 小城镇基 

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整体提升。渝东北和渝东 

南小城镇距离主城区较远，该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 

水平较渝两地区有不小的差距。因而造成了重庆 

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东两差距 著的 

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渝东北和渝东南其他 

地 的小城镇，位于渝东南的武隆区的小城镇基本 

公共 服 务设施 水平 明 显较 高 ，其 水平得 分 为 

0．5348，大幅高于重庆市的平均水平。武隆区小城 

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较高并非偶然．而是与 

其将旅游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有着紧密的关联。 

从总体特征来看，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渝东北 

和渝东南地区的小城镇，其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 

明显较低．说明重庆市“大城市 ，大农村”的二元结 

构仍未改变。由于旅游产业需要较好的交通 、居住 

等基础设施的支撑，以旅游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 

策略间接地带动了武隆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水平的提升。 

注：H1 奉义的研究范峙为取庆巾812个小城镇，即镇 乡两级 

划为r城区池 的街道 水史的研究范畴之 ．【qfNfqil．~I L为无 

数槲l 域 下  ̈

图 l 重庆市812个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level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of 812 towns in Chongqing 

2．2 呈正比例增长的规模特征 

重庆市 812个小城镇中，城镇人u规模为0～2 

万 、2～3万 、3～4万 、4～5万 、5-6万 、6～7万和 7万以上 

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得分的平均值分别 

为 0．3845、0．4236、0．4251、0．4472、0．458l、0．4470、 

0．4747。 

镇域人 口0～2万人的小城镇共有 368个(冈 

2)。其中，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处于高级水平的小城 

镇个数为49个，处于巾级水平的小城镇个数为96 

个 ，处于中低水平的小城镇个数为 ll8个 ．处于低 

级水平的小城镇个数为 105个，所f 比重分别为 

13．32％、26．09％、32．07％、28．53％。这一结果说明 

镇域人 U为0 2万人的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没施 

的水平总体偏低，超过60％／h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水平处于重庆全市的平均水平之下。 

镇域人口2-3万人的小城镇中，处于高级水平 

的小城镇个数为32个 ，处于中级水平的小城镇个 

表2 重庆市812个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划分标准 

Tab．2 Standard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of 812 towns in Chongqing 

注：M 表示承厌市812个，J、城镇 书公 Ⅲ连务设施僻分的平均值；M 表示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得分；ST表爪小城镇基小公 服务没 

施得分的标准偏差～2015年 ．重庆市8l2个小城镇螭本公其服务设施{ 分的平均值为0．4129，标准偏差为0．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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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75个 ，处于中低水平的小城镇个数为31个，处 

于低级水平的小城镇个数为33个，所占比重分别 

为 18．71％、43．86％、18．13％、19．30％。当人 口规模 

达到2～3万人时，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呈 

现m了显著的提高，超过60％的小城镇的基本公共 

服务设施水平达到或超过了中级水平。镇域人口 

3～4万人 、4 5万人、5-6万人的小城镇具有类似的 

情形，即处于中级水平或高级水平小城镇的比重超 

过 60％ 

—一 

o’2万 2—3万 3̂H4万 4—5万 5~6万 6~7万 77／以上 

璺低级水平小城镇个数 ●中低水平小城镇个数 

】中级水平小城镇个数 ■高级水平小城镇个数 

图2 重庆市812个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水平城镇规模分布 

Fig．2 Scale distribution of the level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of 812 towns in Chongqing 

镇域人 口7万人以上的小城镇中，处于高级水 

平的小城镇个数为8个，处于中级水平的小城镇个 

数为20个，处于中低水平的小城镇个数为3个，处 

于低级水平的小城镇个数为 1个，所占比重分别为 

25．00％、62．50％、9．38％、3．13％。这一结果说明当 

小城镇人口突破7万人时，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规 

模效益进一步凸显。 

从规模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关 

系来看，随着小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基本公共服 

务设施水平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2万人为小城镇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拐点。当城镇规模小于2 

万人时，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水平偏低。重 

庆市地处多山地区，且多数小城镇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高，造成人口的集聚程度明显偏低，超过45％的 

小城镇规模都小于2万人。 

2．3 带动作用不同的产业特征 

经济发展对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 

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撑则是相关的主导产业。不同的主导产业对于 

小城镇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具有显著的差异，进而对 

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 

小城镇受到幅员范围、人口数量等因素的制约，其 

主导产业往往较为单一 。根据重庆市城乡建设 

委员会的划分，重庆市8l2个小城镇的主导产业分 

为五类 ：T矿 、农业 、商贸服务 、历史文化 、特色景 

观。由于历史文化和特色景观都是属于旅游大类， 

L大I此本文将主导产业为这两类的小城镇进行合并， 

将其主导产业确定为旅游。图3的结果显示，以旅 

游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 

平最高，其得分为0．4346；其次为以工矿作为主导 

产业的小城镇，其得分为0．4320；再次为以农业作 

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其得分为0．4085；最后为以 

商贸服 务作 为 主导产业 的小城 镇 ，其得 分为 

0．40l9 

工矿 农业 商贸服务 旅游 

E低级水平小城镇个数 ■中低水平小城镇个数 

中级水平小城镇个数 ●高级水平小城镇个数 

图3 重庆市812个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水平主导产业分布 

Fig．3 Industry distribution of the level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of 812 towns in Chongqing 

以丁矿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处于高级水平的小城镇有28个(网3)，占该类 

型小城镇的比重为26．42％；处于中级水平的小城镇 

有39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36．79％；处于中 

低级水平的小城镇有20个 ，占陔类型小城镇的比 

重为 18．87％；处于低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l9个，占该 

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 17．92％。数据说明超过 60％ 

以T矿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 

施水平超过了重庆市小城镇的平均水平，即总体情 

况较好。 

以农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处于高级水平的小城镇有84个 ，占该类型小 

城镇的比重为 16．41％；处于中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176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34．38％；处于中 

低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147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 

重为28．7l％；处于低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105个，占 

■ I“ 

_铊■一 

一 一 船一 

■ 鲫一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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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20．51％，表明以农业作为主 

导产业的小城镇中，高于或低于重庆市小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设施平均水平的小城镇各占一半左右。 

以商贸服务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基本公共 

服务设施处于高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17个 ，占该类 

型小城镇的比重为 14．05％；处于中级水平的小城镇 

有42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34．71％；处于中 

低级水平的小城镇有34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 

重为28．10％；处于低级水平的小城镇有28个，占该 

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23．14％。这说明以商贸服务 

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其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 

以中低水平为主。 

以旅游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处于高级水平的小城镇有15个，占该类型小 

城镇的比重为20．55％；处于中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33个 ，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为45．21％；处于中低 

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11个，占该类型小城镇的比重 

为15．07％；处于低级水平的小城镇有 14个，占该类 

型小城镇的比重为 19．18％。超过65％的以旅游作 

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均 

处于中高级水平。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小城镇 ，这一 

情况明显较好。 

重庆市小城镇的总体产业结构水平不高，以农 

业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个数达到512个小城镇，超 

过总数的60％。以工矿和旅游作为主导产业的小 

城镇仅有 179个，而这部分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水平明显高于以农业和商贸服务作为主导产 

业的小城镇，这一结果说明不同的主导产业对于小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带动作用具有显著 

的差异。 

2．4 两极分化的空间特征 

由于全局 Moran's，指数可以对重庆市小城镇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整体关联和具体差异进 

行分析，本文采用 ArcGIS10．0软件对重庆市812个 

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全局 Moran~s，指 

数进行计算，具体结果如图4。由图4可以看出，全 

局 Moran~s，指数为0．59504，且绝大部分散点均位 

于一、三象限，说明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 

施水平在空间格局上具有较强 的空间 自相关关 

系。这也说明无论是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较高 

还是较低的小城镇都呈现出了空间集中分布的 

特征。 

全局 Moran~s，指数虽然能够从全局层面呈现 

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分异特征， 

但是无法揭示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在空 

问上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局部的空间集聚特征。为 

了弥补这些不足，并且进一步揭示小城镇基本公共 

服务设施水平在具体区域的集聚现象和关联模式， 

本文同样采用ArcGIS软件对局部 Moran's，指数进 

行计算，并根据空问自相关系数、基本公共服务设 

施水平进行正负相关划分和高低值区域划分。在 

此基础上 ，本文将重庆市812个小城镇进一步划分 

为扩散型区域 、极化型区域、低速增长型区域和过 

渡型区域。 

芒 

8 

器 
量 

图4 重庆市812个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全局 

Moran’S I指数散点图 

Fig．4 M oran’S I index’S scatter diagram of the level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of 812 towns in Chongqing 

本文将区域自身与相邻区域基本公共服务设 

施水平均较高，且具有正相关关系的区域划分为扩 

散型区域。从图5可以看出，这一类型的区域主要 

分布在渝西地区、渝东南的武隆、渝东北的长寿、垫 

江以及万州、忠县 、城口和巫溪的部分区域。从这 
一

分布情况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渝西地区小城镇的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呈现出正向扩散的态势，而 

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处于扩散型区域的小城镇数 

量则明显较少。 

本文将 自身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较高，但是 

周边区域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较低，且具有负相 

关关系的区域划分为极化型区域。这一类型的区 

域总体上分布较为分散 ，主要集中在渝西地区的南 

川东南区域、渝东北地区的黔江、酉阳和秀山的部 

分区域，在渝东北的奉节和巫溪也有少量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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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fx=域，少精小城镇 本公共服务没施水平的 

快速 升对闹边I 域产， r不利的影响 

图5 重庆市812个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水平的空间关联格局 

Fig．5 rl1he spatial correlation pattern of the level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of 812 towns in Chongqing 

小义将 F1身币̈周边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 

施水平部较低，几ti17i 之问具有正相关关系的 域 

划分为低速增长 域 、从地理分布 I：行，这一类 

的Jx：域主要分布 弧队市经济较为落后的渝东 

南干̈渝,4dl：地 ， 渝 L『地 只有零散的分布。 

渝尔i~qj：tl}z ，除武隆币【l 、秀山的部分JK域以外， 

整个渝东南地 的小城镇均属于这一范畴 、在渝 

东北地 ，开州 、 l 山、 等 县的人部分小城镇 

均为低速增长型Jx=域 

本文将自身慕小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较低、周边 

小城镇的 小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较高，． 二行问具 

有负l卡}j火关系的区域定义为过渡型Ix：域 过渡型 

I 域的分布十分分散， 渝西地Ix：的漳 、水川I、南 

川I、綦汀以及重庆市丰城 等I 县均有零敞的分 

、 渝尔南地JK的秀山、黔汀和石仕等 县 有少 

f rJ',／)-~ti；．过渡型I 域I州佯在渝东北地 万州、 

开州、城 口等区县有较为零散的分布 

从伞问特征来看，丰城 的辐射作用对_J二提l丁f 

小城镇 木公共服务没施水平具有显酱的JE向溢 

ffI作川 、渝东北和渝尔南的大量小城镇处 1：低速 

增 K 域的一个币 原 就是这两个地 的核 

心城IK经济发展水平不商，对于周边小城镇的带动 

作川不强：根据 家扶贫办的数据 ，重庆i 14个 

同家级贫厂卞1县全部位丁渝东北和渝东南地J式。区 

域的经济发展滞后以及城区的带动竹 HJ小强，从根 

本 J 约了这两个地 小城镇基本~ t、：一：H：⋯ltld,务设施 

水平的提升。 

3 上要结论 j政策l，建议 

3．1 主要结论 

1前关于城镇建}殳的学术研究巾，小城镇一 

处 卡fI对被忽视的地化．．即便 为数小多关于小 

城镇建设的研究巾，也缺乏从微观层【nf火注西部地 

fx：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施的研究 j 我国新型 

城镇化的推进过程巾，特色小城镇的建i殳和打造是 

建设的重点和难点，而 本公共服务则足建设特色 

小城镇的基础．．⋯丁 I 述的理沦意义币̈实践价值 

号虑，小义通过构建旗小公共服务设施水半坪价体 

系，从总体特征、规模特 、产业特 和 特fiF四 

个方 对西部地 城市重庆812个小城镇的 

小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分布特征进行研究，主要的 

结论如下： 

从总体特征来看，重庆市小城镇琏木公共服务 

没施水平分布较为平均，但是主城 小城镇与周边 

I 』]l小城镇存在 著差肆。重庆rhvl-,城镇的基本 

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总体 呈现橄榄形分<tis，只有少 

部分小城镇位于低级水平和高级水平 f『『足从地 

位 t看，主城区所存的渝西地lx：ll',城镇的基本 

公-JGI]I~务设施水平明 高于经济发腱卡fI对落后的 

渝东北和渝东南地 的小城镇= 

从规模特征来看 ，随着小城镇姚模的 断扩 

大，其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也随之提升。当舰模 

小于2万人时，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最 

低 ； ‘j姚模突破7万人时，小城镇的基水公共服务 

没施水平最高。伴随着小城镇规模的小断扩大，人 

¨规模效廊对于荩本公jt服务设施水平的促进作 

川1／f 断凸显。 

产业特征方面，不同主导产业对丁小城镇基 

小公7t~J]E务没施的 动作用明显不同～以J 矿和 

旅游作为主导产、 的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水平卡f{对较高，而以农业和商贸服务作为主导产、{ 

f'l"：JlJ、城镇则相对较低。另外，当前重庆f汀以农业和 

商贸服务作为主导产业的小城镇约占总数的80％， 

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存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小城镇 

丛小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提升。 

空问特征方面，临近主城的渝两地I×=与远离 

政府『J』 -嘲站 扶贫办发布“ 宋扶贫Jl：发 r作重．r 县 f、 ，【JI_ll http：／lWw gov̈ I／gzdl／201 2-03／191(1{】l1It⋯L209452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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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的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 

征。从全局层面来看，重庆市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水平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 ；在局部空间特征 

方面，大多数渝西地区、渝东北和渝东南的小城镇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分别属于扩散型区域和低 

速增长型区域。 

3．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提高以重庆 

市域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推动渝东北和渝东南核心城区的 

经济发展，增强其对周边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的空间溢出效应。要想进一步提升重庆市小城镇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水平，改善小城镇居民的 

居住条件 ，在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的同时，还 

要利用核心城区吸收和配给资源的功能。以核心 

城区为增长极点，带动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从而提 

升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 

第二，逐步撤乡并镇，进一步发挥规模效应对 

于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提升作用。当 

前以重庆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存在的一大问题就是 

小城镇的规模过小，导致当地政府的公共财政压力 

过大，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无法提升。解决这一 

问题的一项有效举措就是将部分偏远地区、人口空 

心化严重的乡镇进行裁并，进而提高人 口和财政资 

源的集中度。 

第三 ，以旅游名镇为突破口，通过发展旅游产 

业提升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以重庆为 

代表的西部地区的一大优势就在于拥有大量的历 

史文化名镇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相较于浙江、江苏 

等东部省市，重庆等西部省市在小城镇层面的旅游 

资源开发上相对落后。旅游开发不仅可以加大政 

府的相关投资，更重要的是可以吸引多方资金共同 

参与到小城镇的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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